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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1_80_E7_9F_A5_E8_c25_201770.htm 会议工作报告 1.概述 

会议工作报告是一种会议文件，通常是各级机关的主要领导

，代表各级党的组织、人民团体、行政机关和代表大会向全

局性大型代表会议所作的正式的、郑重的讲话。 会议工作报

告是代表整个组织或机关回顾总结工作、实析研究形势、部

署任务时使用的文件，有的会议工作报告需要提请大会审议

批准。 会议工作报告根据其性质和内容，又有“筹备工作报

告”和“届时工作报告”等区分，但“筹备工作报告”多是

报告大型会议的组织和准备情况，不是对全局工作的总结和

部署，不能与“会议工作报告”相提并论。 2.写作要点：来

源：www.examda.com 会议工作报告的结构，通常由标题、题

下签署、正文三部分构成： （1）标题 通常由会议名称与文

种类别（工作报告）组成，有的则直接写工作范围加上文种

类别（报告），如《政府工作报告》。也可以用概括报告主

要内容的词句作标题，或者用概括报告主要内容与号召性词

句作正标题，另用一个由会议名称与文种类别组成的副标题

与之配合。 （2）题下签署 标题下要标明报告时间和报告人

姓名，但这只是表示报告人是报告的法定作者。 （3）正文 

一般包括三部分内容：开头、主体和结尾。开头之前要顶格

写称呼，开头要简要地说明会议的性质、任务、意义或者缘

由等。主体部分通常要先总结前段工作，包括成绩与存在的

问题；其次根据党和政府的总任务或者是上级的要求，分析

形势、提出今后的方针与任务；再接着提出完成任务所应采



取的措施、办法等。结尾部分一般为强调意义、表明决心、

发出号召等；如果属于提请会议 审议的报告，要以“以上报

告，请各位代表（或委员）审议”之类的话作结语。 由于会

议工作报告的容量较大，正文的写作一般分成若干小标题或

子目来写，使之条理清楚。 会议工作报告的写作要求是：中

心思想明确，重点突出，论点和论据要有机统一，力求内容

充实，切忌空洞 3.例文 来源：www.examda.com 例文一 高举

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全面

推向二十一世纪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 （1997年9月12日） 江泽民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第

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

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 大会

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

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

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而不可丧失

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

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

和社会全面进步。 确定这样的主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

愿望。 一、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 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

候，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我们



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的历史责凭。 从一九○○年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

边缘，到二○○○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

步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 鸦片

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

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

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

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来源：www.examda.com一个世纪以

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

小平。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

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

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

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第二次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

成的。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

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

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

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

。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历史经验

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



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

目。 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

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 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

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必须清醒

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

距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困难。同时必须充分

地看到：第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

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

。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继续增长。这为我们

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二，建国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

国已经形成可观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

良好的体制条件，广阔的市场需要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

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确

立起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路线。这些都是今天拥有而过去不曾或不完全具

备的条件。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

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

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

遇，迈出新的步伐。 来源：www.examda.com 展望二十一世纪

，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

，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

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义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

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

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二、过去五年的工作 （略

） 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

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

结论。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

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

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

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

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

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

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

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



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

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

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

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

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

“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

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

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

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

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了新的

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

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

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

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

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

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

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来源

：www.examda.com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

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

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

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

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

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

价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

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

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又是需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

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

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

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

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

家的重要文献中。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

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紧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

（略） 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略） 六、政治体

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略） 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

化建设（略） 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略） 九、国际形势和

对外政策（略） 十、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略） 同志们

！从这次大会到十六大，将是我们经受新的考验、夺取新的

胜利的五年；将是用新的实绩显示我们党能够继承邓小平同

志遗志，肩负起人民的希望，打开事业新局面的五年；将是



全面完成“九五”计划，为实现二○○○年远景目标奠定基

础的五年。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

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

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

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

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 我们这次

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

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但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

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

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

不能动摇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念，而只会使我们更加

自觉地运用这个理论去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胜利前进。坚

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

，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我们这

次大会的任务，就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全

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团结就是大局

，团结就是力量。首先是党的团结，全党各级组织都要加强

团结，同时要加强党同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巩固和发展全

国人民的大团结。这个团结，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实现全国振

兴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维

护和加强这种团结，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 让我们高举

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

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例文二来源：www.examda.com 加快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

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92

年10月12日） 江泽民 同志们： 来源：www.examda.com 中国

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召开了！现在，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

向大会作报告。 这次大会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全党同志

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寄希望于我们这次大会，世界上关心中国

的朋友都注视着我们这次大会。我们相信，经过全体代表的

共同努力，这次大会一定能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

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

。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

。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我国

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

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邓小平同志今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

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 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解放，精神

更加振奋，上下团结一致，到处热气腾腾，进一步展现出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理想的壮丽前景。 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全面分

析了当前形势，一致认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

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时机。这次

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的实践

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



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

利。 一、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略） 来源

：www.examda.com 二、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略

） 三、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略） 四、加强党的建设和改

善党的领导（略） 同志们，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

会制度，它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

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

一定会从中经受锻炼、汲取经验教训，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

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对于祖国

的繁荣昌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是很重要很宝贵的

时期。我们的担子重，责任大。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

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

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

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

，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

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将

在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朝

着宏伟的目标奋勇前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